
編號 隊伍編號 隊伍縣市 參賽學校 隊伍名稱 教練 隊員1 隊員1學校 隊員2 隊員2學校 隊員3 隊員3學校

1 OA01 彰化縣 秀水國小/太平國小 清掃者 陳聯傑 張勝甯 秀水國小 陳煒晉 太平國小

2 OA02 苗栗縣 新南國小 馬蓋先創意趣 李慧婷 陳宥憲 新南國小 楊依芸 新南國小

3 OA03 彰化縣 員林國小 員林拍檔 黃山峯 林祖兒 員林國小 蔡秉叡 員林國民小學

4 OA04 台北市
復興小學/台北美國學校小學部

台北歐洲學校小學部
Triple R 蔡祈岩 王鐸 台北歐洲小學 林翰 台北美國學校小學部 蔡宇翔 復興實驗高中小學部

5 OA05 彰化縣 北斗國小/萬來國小 萬來之光 黃山峯 余柏澄 北斗國小 鄭翔謚 萬來國小

6 OA06 台南市 海東國小 玻璃特攻隊 洪駿命 姜瑀濬 海東國小 吳亭箴 海東國小 翁睿廷 海東國小

7 OA07 台中市 台中市忠孝國民小學 IGR突擊隊 李卓儒 簡冠程 忠孝國小 杜哲誌 忠孝國小

8 OA08 桃園市 雙龍國小/田心國小 廢廚者聯盟 羅堅秩 謝廷威 雙龍國小 黃泓銘 田心國小 黃少均 雙龍國小

9 OA09 新竹市 曙光國小/民富國小/三民國中 C.I.W 潘銘儒 黃懷禛 曙光國小 蔡昊恩 民富國小 陳昱瑋 三民國中

10 OA10 新北市 永和國中/安康國中/景興國中 垃圾終結者 林基揚 楊子賢 永和國中 陳琪錩 安康國中 陳柏勳 景興國中

11 OA11 新竹市 光華國中/東門國小 Glasses 李汶娟 劉邦榆 光華國中 鄭宇航 新竹市東門國小

12 OA12 新北市 康橋雙語學校 點石成金 江玉燕 王子文 康橋雙語學校 林奕呈 康橋雙語學校

13 OA13 竹北市 光明國小/興隆國小/康橋雙語國小 W3 廖明凱 紀詠崴 興隆國小 洪志揚 光明國小 施宜臻 康橋雙語國小

14 OA14 新竹縣 興隆國小/康乃薾國民中小學 亂湊一隊 陳皇至 何易儒 興隆國小 吳泓熹 康乃薾國民中小學

15 OA15 新竹市 大庄國小/建國國小/新竹教大附小 祐祐延 莊聖文 蔡亞延 大庄國小 莊政祐 新竹教大附小 許祐愷 建國國小

16 OA16 新北市 文山國中/景文中學/景興國中 經典隊 林基揚 曾柏睿 文山國中 張頡信 景文中學 王其凱 景興國中

17 OA17 新竹市 舊社國小/實驗國小 WINNER 李汶娟 李承穎 國立科園實中國小部 陳靖 舊社國小

18 OA18 高雄市 前金國小 前金國小隊 吳文斌 孫揚喆 前金國小 李家宏 前金國小 洪大千 前金國小

19 OA19 台中市 台中教大附小 政瀚隊 李卓儒 蔡承翰 台中教大附小 蔡政儒 台中教大附小

20 OA20 屏東縣 崇蘭國小 崇皙凱發隊 呂清豪 王辰皙 崇蘭國小 黎凱瑄 崇蘭國小

21 OA21 新竹市 南寮國小/三民國小/康乃爾小學 CBC1隊 黃兆民 謝承晏 南寮國小 林翊宸 三民國小 吳唯廉 康乃爾小學

22 OA22 新北市 秀朗國小 我愛秀朗 林奕光 高碩廷 秀朗國小 林韋呈 秀朗國小 葉瀚允 秀朗國小

23 OA23 台中市 育仁國小/大同國小 風火輪隊 李卓儒 解淳安 育仁國小 林秉翰 大同國小

24 OA24 桃園市 石門國小/龍星國小/三和國小 超級水母 羅堅秩 羅心樂 石門國小 陳美叡 龍星國小 林魯林 三和國小

25 OA25 花蓮縣 華大附小/中正國小 回收發明家 莊琇燕 王辰睿 中正國小 鄭彥成 華大附小 姚其旻 華大附小

26 OA26 桃園市 成功國小 奇幻隊 鄭頌穎 朱堉彣 成功國小 黃之庭 成功國小 林彥宇 成功國小

創意賽國小組(26)

2016年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暨彰化縣國中小科技教育創意博覽會 創意賽國小組(26)


